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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清晨，忠县石宝
镇两河村五组，村民袁家平还是
和往常一样，打扫羊圈、检查羊
的体征……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一天的劳动。

太阳出来了，薄雾散去，羊
群不时发出“咩咩”的叫声。

村主任邓卫东踏进了袁家
平家的羊圈，“老袁，下次母羊产
的崽给我留两只哈，我到时候来
买。”“好的，没得问题，给你留两
只大的！”

袁家平笑着回答。他一直
用左手在忙活，右臂只有一个空
荡荡的衣袖。

今年55岁的袁家平，1992
年起便外出打工，干的是铝合金
切割的活路。2014年初，在一
次铝合金切割作业中，袁家平右
臂受伤，成了残疾人。没过多
久，袁家平的妻子留下一封信后
远走他乡，从此没了消息，只留
下袁家平和儿子两人相依为命。

“说实话，当时觉得自己什
么都干不了，完全是个废人，
对生活感到绝望。”袁家平说，
但一想到儿子还在读书，需要
自己，又不得不强打精神振作
起来。

袁家平家的情况很快被村
支两委得知，并把他认定为贫困
户。知道他接连遭受打击意志
有点消沉，村干部也经常对他进
行心理辅导，让他重拾生活的信
心，并推荐他去村里的种养殖技
术培训班学习，希望他能学会一
技之长，尽快脱贫。

2014年 8月，培训班结束
后，根据袁家平的意愿，他的帮
扶责任人——石宝镇卫生院干
部申武为他送去了一公一母两
只种羊，自此袁家平走上了养羊

脱贫之路。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配种繁殖后，2014年底我的羊
增加到了6只，2015年底达到
了12只。”袁家平说，由于他养
羊细心，加上有石宝防疫站的工
作人员时常上门进行技术指导，
因此羊儿长得格外好，一出栏就
卖了一个好价钱。2015年底，
袁家平一共卖了8只羊，每公斤
卖价为34元，算下来每只羊的
可卖800元左右，再加上种的两
亩多地，当年他总收入近万元，
顺利脱了贫。

养羊脱贫后，袁家平信心更
足了，养起羊来也更有干劲，羊
群规模逐渐扩大，他还专门记了
一个“账本”。

“2016 年 12 月 8日，卖掉
13只，收入11050元。”

“2017年3月25日，产羊仔
8只。”

“2018 年 1月 25 日，卖掉
16只，目前还有15只。”

……
“我每年都会卖掉十几只

羊，剩下的十几只留着繁殖、培
育，等着第二年再出售。”袁家平
拿着“账本”说，如今家里的15
只羊大多有四五十斤重了。

“虽然我割草、打扫羊圈、放
羊、为羊接生这些活儿做起来有
点费力，但我愿意坚持，因为政
府给了我勇气和信心！”看着圈
舍内的羊儿们，袁家平感慨地
说，“如果没有好的扶贫政策，没
有政府的扶持和帮助，我估计已
经自暴自弃了，不可能这么快脱
贫。”

靠着养羊，袁家平的日子越
过越好。如今，儿子也去了深圳
打工，父子俩日子过得很红火。

独臂羊倌脱贫记
本报记者 栗园园 通讯员 王长水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1月2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原因新闻通气
会上获悉，经公安机关多方取证查明，公交车坠
江原因系乘客刘某与公交车司机冉某激烈争执
并互相殴打，导致车辆失控坠入江中。

10月28日上午10时8分，重庆市万州区
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轿车在万州区长江二桥相
撞后，公交车坠入江中。事故发生后，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应急管理部、公安部、交
通运输部派员赴渝现场指导调查处置。市、区
两级党委、政府组织公安、应急、海事、消防、长
航、卫生等部门组建现场指挥部，全力开展搜救
打捞、现场勘查、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

现场指挥部组织70余艘专业打捞船只，蛙
人救援队、水下机器人、吊船等专业力量，围绕
公交车坠江水域全面开展搜救打捞工作。事发
后，通过细致调查摸排，明确15名驾乘人员身
份。同时克服水域情况复杂、水深70余米等实
际困难，先后打捞出13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
份。精确定位坠江车辆位置，于10月31日23
时28分将坠江公交车打捞上岸。目前，善后工
作正有序开展。

公安机关先后调取监控录像2300余小时、
行车记录仪录像220余个片断，排查事发前后
过往车辆160余车次，调查走访现场目击证人、
现场周边车辆驾乘人员、涉事车辆先期下车乘

客、公交公司相关人员及涉事人员关系人132
人。10月31日凌晨0时50分，潜水人员将车
载行车记录仪及SD卡打捞出水后，公安机关多
次模拟试验，对SD卡数据成功恢复，提取到事
发前车辆内部监控视频。

公安机关对22路公交车行进路线的36个
站点进行全面排查，通过走访事发前两站（南山
岔路口站、回澜塔站）下车的4名乘客，均证实
当时车内有一名中等身材、着浅蓝色牛仔衣的
女乘客，因错过下车地点与驾驶员发生争吵。
经进一步调查，该女乘客系刘某（48岁，万州区
人）。综合前期调查走访情况，与提取到的车辆
内部视频监控相互印证，还原事发当时情况。

10月28日凌晨5时1分，公交公司早班车
驾驶员冉某（男，42岁，万州区人）离家上班，5时
50分驾驶22路公交车在起始站万达广场发车，
沿22路公交车路线正常行驶。事发时系冉某第
3趟发车。9时35分，乘客刘某在龙都广场四季
花城站上车，其目的地为壹号家居馆站。由于
道路维修改道，22路公交车不再行经壹号家居
馆站。当车行至南滨公园站时，驾驶员冉某提

醒到壹号家居馆的乘客在此站下车，刘某未下
车。当车继续行驶途中，刘某发现车辆已过自
己的目的地站，要求下车，但该处无公交车站，
驾驶员冉某未停车。10时3分32秒，刘某从座
位起身走到正在驾驶的冉某右后侧，靠在冉某
旁边的扶手立柱上指责冉某，冉某多次转头与
刘某解释、争吵，双方争执逐步升级，并相互有
攻击性语言。10时8分49秒，当车行驶至万州
长江二桥距南桥头348米处时，刘某右手持手
机击向冉某头部右侧，10时8分50秒，冉某右
手放开方向盘还击，侧身挥拳击中刘某颈部。随
后，刘某再次用手机击打冉某肩部，冉某用右手格
挡并抓住刘某右上臂。10时8分51秒，冉某收回
右手并用右手往左侧急打方向（车辆时速为51公
里），导致车辆失控向左偏离越过中心实线，与对
向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车辆时速为58公里）
相撞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

对驾驶员冉某事发前几日生活轨迹调查，其
行为无异常。事发前一晚，驾驶员冉某与父母一
起用晚餐，未饮酒，21时许回到自己房间，精神情
况正常。事发时天气晴朗，事发路段平整，无坑洼

及障碍物，行车视线良好。车辆打捞上岸后，经重
庆市鑫道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鉴定，事发前车辆
灯光信号、转向及制动有效，传动及行驶系统技术
状况正常，排除因故障导致车辆失控的因素。

根据调查事实，乘客刘某在乘坐公交车过
程中，与正在驾车行驶中的公交车驾驶员冉某
发生争吵，两次持手机攻击正在驾驶的公交车
驾驶员冉某，实施危害车辆行驶安全的行为，严
重危害车辆行驶安全。冉某作为公交车驾驶人
员，在驾驶公交车行进中，与乘客刘某发生争
吵，遭遇刘某攻击后，应当认识到还击及抓扯行
为会严重危害车辆行驶安全，但未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行车安全，将右手放开方向盘还击刘某，
后又用右手格挡刘某的攻击，并与刘某抓扯，其
行为严重违反公交车驾驶人职业规定。乘客刘
某和驾驶员冉某之间的互殴行为，造成车辆失
控，致使车辆与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击后坠
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此，乘客刘某和驾驶
员冉某的互殴行为与危害后果具有刑法意义上
的因果关系，两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已
触犯《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涉嫌犯罪。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原因公布

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致车辆失控

10月20日晚，国泰艺术中心音乐
厅，重庆民族乐团的《敦煌国风·声漫
华表》民族管弦音乐会进入尾声，此时
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演奏员
逐个站起来自报家门——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琵琶演奏员
范柏慧。”“我是来自台北的低音提琴
演奏员陈品程。”“我是来自广东的常
任指挥冯韵乐。”……最后，当民族乐
团团长、指挥何建国幽默地说出“我是
来自北京的重庆人何建国”时，现场响
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一年来的演出都是采用这种
形式谢幕，很受观众欢迎。”何建国说，
这样做能让观众了解这些演奏员来自
祖国的四面八方。“因为重庆是一片有
希望的艺术沃土，所以才对这些艺术
人才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广撒“英雄帖”

重庆民族乐团在重庆专业艺术院
团中算个“小幺弟”，并不起眼，何以在
短短一年时间就吸引了众多全国各地
的艺术人才？

去年7月，重庆演艺集团邀请国家
一级指挥、中央民族乐团驻团常任指
挥、美国卡罗莱纳国际交响乐团首席
客座指挥何建国回渝担任重庆民族乐
团团长兼艺术总监、首席指挥。

“我喝着嘉陵江水长大，理应为重
庆做点什么。”何建国说。

何建国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力
引进专门人才。但乐团没有固定拨
款，没有编制，靠什么吸引人才呢？

“重庆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只要讲
明道理，亮出希望，就不愁吸引不来人
才。”何建国信心十足。他面向海内外
广撒“英雄帖”。果然，来自全国艺术
院校的学生和艺术院团的演员纷纷前
来应聘。

据了解，重庆民族乐团目前有演
奏员46人，平均年龄26岁，在全国民
乐团中是最年轻的。演奏员97%毕业
于国内外著名艺术院校，如美国奥柏

林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
学院等。“青年人才济济一堂，就有光
明的未来。”何建国感叹。

民族乐团完成演奏员队伍搭建
后，推出的《芳华乐语》《在水一方》《漫
步经典》等专场音乐会令人耳目一新，
观众反响热烈，出现门票迅速售罄、两
度加座仍供不应求的罕见景象。今年
迄今演出逾百场，很受市场欢迎。

广阔舞台吸引众多“好汉”

重庆民族乐团还有3位来自台湾
的演奏员：刘威凯、陈品程、许品琦。

为何来渝工作？因为他们在大学
学的是国乐，迫切希望得到更多的舞
台实践机会，重庆民族乐团为他们创
造了条件。

今年中秋，3人随团到云阳县演
出。“除了演奏传统曲目，我们还演奏
了《小苹果》等流行歌曲改编的曲目，
真的太受欢迎了！”刘威凯说起下基层
演出时很激动。“台湾没有这种类型的
演出。重庆民族乐团的演出形式很新
鲜，我们也很认真。”陈品程说，观众一
直给我们鼓掌，那一刻好幸福。“我和
品琦打算长期留在重庆了。”

陈品程说，他在台湾参加过一些
民乐团演出，但相比之下，重庆民族乐
团的大型演出实践机会更多；没有演
出时，每天严格执行上下午排练制，自
己的演奏水平提高很快。

“演奏员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年轻
人，没有生疏感，像是一家人。”许品琦
回忆，中央民族乐团曾在台北演出民
族乐剧《印象·国乐》，她当时就被乐团
指挥何建国的艺术造诣吸引了。她
说，选择重庆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得到
何团长指导，让技艺更精进。“现在团
里光平时排练的曲目就有200多首，
很锻炼人。”

扬琴演奏员华夏今年从中国音乐学
院毕业后，来到重庆民族乐团工作，并把
户口从北京迁到重庆。这位北京小伙爽
快地说，重庆环境优美，生活压力不
大，以后还打算把父母接到重庆养老。

重庆演艺集团总裁朱凯介绍，重
庆民族乐团之所以迅速成为人才“聚
宝盆”，首先得益于聘请到何建国担任
团长，他对艺术人才有很强的感召力；
其次是重庆民族乐团的创新管理机
制，全员聘用，不看资历凭实力，为年
轻人创造了众多舞台实践机会。

“重庆的演出场馆越来越多、设施
档次很高，观众素质在不断提升，尤其
是重庆作为大都市快速发展的前景，对
艺术人才有很强的吸引力。”朱凯说。

已引进近90位优秀人才

毕业于美国奥柏林音乐学院的驻
团指挥冯韵乐曾在厦门市工作，今年3
月入职重庆民族乐团。该团演出的
《森林国风》音乐会，其中《大王叫我来

巡山》和《游子吟》两首曲目就是他编
排的，“能在这样一个大城市的民族乐
团担任指挥很不容易，我很珍惜这个
机会。”

“90后”向思琦从四川音乐学院毕
业才一年，就已成为民族乐团弹拨部
部长，“今年9月得知这个消息后很意
外，如果在其他大团，可能我很多年都
没这种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一
心只想变得更优秀。”

据了解，除了重庆演艺集团，红岩
联线、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等单位
近一年来也吸引了不少优秀人才来渝
就业。

重庆文艺职业学院的钢琴教师周
祖权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2017年9
月，他从家乡湖南一高校辞职后来到
重庆。“同事们大多在30岁上下，和领
导也容易相处。”他说，学校有活力，城
市有潜力，自己干劲足！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叶维维毕业后
来到红岩联线工作，“我的研究方向是
中国近现代史，重庆抗战文化资源丰
富，希望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成绩。”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一年多以来，重庆引进各类
高素质文化人才近90人。“下一步，重
庆还将提升人才奖励资助水平，大力
引进和支持国内外文化产业领域领军
人才在内的各类高层次紧缺优秀人才
来渝创新创业。”

“孔雀”为何西南飞
本报记者 袁尚武 赵迎昭

他把户口从北京迁到了重庆；他们从台湾来，想落户重庆；他放弃湖南高校稳定的工作
来渝发展……一年多来，重庆多家文化单位成功引进近90名高水平专业人才。他们为何
而来？打算做些什么？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2日，第
三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在北京国谊宾馆
召开，重庆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红梅花
儿开，朵朵放光彩”素质教育质量管理模式
荣获教育机构类唯一一个中国质量奖，这
既是我国教育领域获得的第一个中国质量
奖，也是重庆第一个中国质量奖。

中国质量奖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的质
量领域的最高荣誉奖，旨在表彰在质量
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领域取
得重大创新成就的组织和个人，每两年
评选一次。

近年来，谢家湾小学秉承“六年影响
一生”的办学理念，创新实践“红梅花儿
开，朵朵放光彩”素质教育模式，坚持立德
树人，注重教育公平，突出“四不四强”“三
生三动”，优化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创新
教学、教师管理，探索出一条实施素质教
育的新路径，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和经
验，为国内外基础教育提供了成功经验和
典型案例。

谢家湾小学校
荣获中国质量奖

袁家平在羊圈查看羊羔生长情况。 通讯员 王长水 摄

十
月
十
六
日
，重
庆
民
族
乐
团
排
练
厅
，团
员
们
正
在
认
真
排
练
。

记
者

齐
岚
森

摄


